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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建材行业环境友好与有益健康建筑材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河北绿环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孙成建、冀志江、陈继浩、王静。



JC/T XXXX—20XX

1

建筑用植物纤维水泥复合板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建筑用植物纤维水泥复合板的术语和定义、分类与标记、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经无机改性的植物纤维作为轻集料（植物纤维的质量分数不低于50%）、粉煤灰作为

填料，采用镁质胶凝材料、硫铝酸盐、硅酸盐水泥复合胶凝形成的工业与民用建筑用植物纤维水泥复合

板。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75 通用硅酸盐水泥

GB/T 176 水泥化学分析方法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 656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值

GB 8624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GB/T 9978.1 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 13475 绝热 稳态传热性质的测定 标定和防护热箱法

GB/T 17431.1 轻集料及其试验方法 第一部分：轻集料

GB/T 19631 玻璃纤维增强水泥轻质多孔隔墙条板

GB/T 19889.3 声学 建筑和建筑构件隔声测量 第3部分：建筑构件空气声隔声的实验室测量

GB/T 23451 建筑用轻质隔墙条板

GB/T 27796 建筑用秸秆植物板材

JC/T 449 镁质胶凝材料用原料

JC 714 快硬硫铝酸盐水泥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植物纤维 plant fiber

以秸秆、稻草、稻壳或木屑等为原料，经过粉碎、无机改性后制成的轻质集料。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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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纤维水泥复合板 plant fiber-aggregate cement composite panel used in building

以经无机改性的植物纤维为集料，粉煤灰为填料，以镁质胶凝材料、硫铝酸盐水泥、通用硅酸盐水

泥复合胶凝，制备而成的轻质复合板材。

4 分类和标记

4.1 分类

植物纤维水泥复合板按板材孔的结构分为单排独立孔（代号DP）植物纤维水泥复合板、单排三联孔

（代号DL）植物纤维水泥复合板和双排三联孔植物纤维水泥复合板三类（代号SL）。

4.2 外形示意图

植物纤维水泥复合板示意图见图1。

a) 单排独立孔植物纤维水泥复合板 b) 单排三联孔植物纤维水泥复合板

c) 双排三联孔植物纤维水泥复合板

说明：

1——板端；

2——板边；

3——榫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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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独立孔；

5——榫槽；

6——三联孔。

图 1 植物纤维水泥复合板示意图

4.3 规格尺寸

植物纤维水泥复合板的长、宽、高尺寸规格见表1，其他规格尺寸可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表 1 植物纤维水泥板的规格尺寸

单位为毫米

厚度 宽度 长度

100、130、200 600 2600、3000、4000

4.4 标记

按产品代号、规格尺寸和标准号进行标记，见图2。

图 2 标记图示

标记示例：

规格尺寸为3000mm×600mm×100mm的单排三联孔植物纤维水泥复合板，标记为：DL 3000×600×100 JC/T XXXX

5 一般规定

5.1 一般要求

5.1.1 生产企业应对生产植物纤维水泥复合板用的植物纤维进行质量检验，并对主要原材料的性能进

行定期复检。生产植物纤维水泥复合板的胶凝材料、粉煤灰、水等应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

相关规定。

5.1.2 植物纤维含水率应不大于 15%，含沙量应符合 GB/T 17431.1 的规定，不应霉变。

5.1.3 植物纤维水泥复合板中秸秆的重量占比应不小于 50%。

5.1.4 通用硅酸盐水泥应符合 GB 175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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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硫铝酸盐水泥应复合 JC 714 的规定。

5.1.6 镁质胶凝材料应符合 JC/T 449 的规定。

6 要求

6.1 外观质量

植物纤维水泥复合板外观质量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 2 外观质量

单位为毫米

序号 项 目 指标

1 板的横向、纵向、厚度方向贯通裂缝 无

2 板面裂缝，长度50～100，宽度0.5～1.0 ≤2处/板

3 缺棱掉角，宽度×长度 10×25～20×30 ≤2处/板

4 大面凹陷，直径不大于120，深度不大于10 ≤2处/板

5 蜂窝气孔，直径8～20,深度不大于3 ≤2处/板

6.2 尺寸允许偏差

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 3 尺寸允许偏差

单位为毫米

序号 项 目 允许偏差

1 长度 ±4

2 宽度 ±2

3 厚度 ±2

4 板面表面平整度 ≤2

5 对角线差 ≤L/600

6 侧向弯曲 ≤L/1000

7 壁厚 ≥15

6.3 理化性能

6.3.1 理化性能

理化性能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表 4 植物纤维水泥复合板的理化性能

序号 项目
性能指标

单排三联孔 单排独立孔 双排三联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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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抗冲击性能 经5次抗冲击试验后，板面无裂纹

2 含水率/% ≤10

3 面密度/（kg/m
2
） ≤50 ≤90 ≤130

4 抗弯承载（板自重倍数） ≥3 ≥3.5 ≥2

5 抗压强度/MPa ≥2.5 ≥3.5 ≥3.5

6 抗折破坏荷载/N ≥2500 ≥3000 ≥3500

7 软化系数 ≥0.8

8 干燥收缩值/（mm/m） ≤0.6

9 吊挂力/N 荷载 1000N 静置 24h，板面无宽度超过 0.5mm 的裂缝

10 抗冻性 不应出现可见的裂纹且表面无变化

11 传热系数/（W/m
2
•K） ≤2.5 —— ≤1.5

12 空气声隔声量/dB ≥35 ≥35 ≥45

13 燃烧性能 A1级

14 耐火极限/h ≥2h

15 氯离子含量/% ≤1%

16 抗返卤性能 无水珠、无返潮

6.3.2 放射性核素限量

放射性核素限量应符合GB 6566的要求。

7 试验方法

7.1 试验条件

试样应在常温常湿条件下进行。

7.2 外观质量

按GB/T 23451的规定进行。

7.3 尺寸允许偏差

按GB/T 23451的规定进行。

7.4 理化性能

7.4.1 抗冲击性能、含水率、抗弯承载、面密度、干燥收缩值、吊挂力、抗冻性

按GB/T 23451的规定执行。

7.4.2 抗压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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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1 单排孔植物纤维水泥复合板

按GB/T 23451的规定执行。

7.4.2.2 单排三联孔和双排三联孔植物纤维水泥复合板

7.4.2.2.1 沿植物纤维水泥复合板板宽方向一次截取厚度为条板厚度尺寸，高度为 100mm、长度为

300mm 的单元体试件，应包括一个完整的三联孔。

7.4.2.2.2 按 GB/T 23451 的规定执行。

7.4.3 抗折破坏荷载

按GB/T 19631的规定执行。

7.4.4 软化系数

按7.4.2.2.1的方法制样，按GB/T 23451的规定进行测试。

7.4.5 传热系数

按GB/T 13475的规定进行。

7.4.6 空气声隔声量

按GB/T 19889.3的规定进行。

7.4.7 燃烧性能

按GB 8624的规定进行。

7.4.8 耐火极限

按GB/T 9978.1的规定进行。

7.4.9 氯离子含量

按GB/T 176的规定进行。

7.4.10 抗反卤性能

按GB/T 27796的规定进行。

7.4.11 放射性核素限量

按GB 6566的规定进行。

8 检验规则

8.1 检验分类

8.1.1 出厂检验

产品出厂应进行出厂检验，出厂检验项目为外观质量、尺寸允许偏差全部规定项目以及抗弯承载、

面密度两项性能指标，产品经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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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型式检验

8.1.2.1 型式检验条件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进行型式检验：

a) 试制的新产品进行投产鉴定时；

b) 产品的材料、工艺、配方有重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连续生产的产品，每年或生产 60000m
2
时检测一次（空气隔声、耐火极限、燃烧性能每三年检

测一次）；

d) 产品停产半年以上再投入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f) 用户有特殊要求时。

8.1.2.2 型式检验项目

6.1、6.2、6.3中全部规定项目。

8.2 组批规则

同类别、同规格的墙板为一检验批，不足151块，按151～280块的批量算，见表5。

8.3 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抽样方法

8.3.1 出厂检验抽样

产品出厂检验外观质量和尺寸允许偏差检验按 GB/T 2828.1 中正常抽样进行，项目样本按表5进行

抽样。

表 5 外观质量和尺寸允许偏差项目检验抽样方案

批量范围

N
样本

样本大小 合格判定数 不合格判定数

n1 n2 Ac1 Ac2 Re1 Re2

151～280
1 8 —— 0 —— 2 ——

2 —— 8 —— 1 —— 2

281～500
1 13 —— 0 —— 3 ——

2 —— 13 —— 3 —— 4

501～1200
1 20 —— 1 —— 3 ——

2 —— 20 —— 4 —— 5

1201～3200
1 32 —— 2 —— 5 ——

2 —— 32 —— 6 —— 7

3201～10000
1 50 —— 3 —— 6 ——

2 —— 50 —— 9 —— 10

出厂检验项目的样本从上述外观质量和尺寸允许偏差项目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抽样方案按

表6进行。

8.3.2 型式检验抽样



JC/T XXXX—20XX

8

产品进行型式检验时，外观质量和尺寸允许偏差项目样本按表5进行抽样，理化性能项目和样本从

外观质量和尺寸允许偏差项目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抽样方案见表6。

表 6 理化性能抽样方案

序 号 项 目 第一样本 第二样本

1 抗冲击性能/组 1 2

2 抗弯承载/块 1 2

3 面密度/块 1 2

4 含水率/块 1 2

5 抗压强度/组 1 2

6 软化系数/组 1 2

7 干燥收缩值/组 1 2

8 吊挂力/块 1 2

9 抗冻性/块 1 2

10 传热系数/组 1 2

11 空气声隔声量/块 2 2×2

12 燃烧性能/组 1 2

13 耐火极限/组 7 2×7

14 氯离子含量 1 2

15 抗反卤性能/组 1 2

16 放射性比活度限值/组 1 2

8.4 判定规则

8.4.1 外观质量和尺寸允许偏差项目检验判定规则

8.4.1.1 根据样本检测结果，若受检板材的外观质量、尺寸允许偏差项目均符合 6.1 和 6.2 中的相应

规定时，则判该板是合格板；若受检板材的外观质量、尺寸允许偏差中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不符合 6.1

和 6.2 中相应规定时，则判该板是不合格板。

8.4.1.2 根据样板检测结果，若在第一样本（n1）中发现不合格板数（d1）小于或等于第一合格判定

数（Ac1），则判该批外观质量与尺寸允许偏差项目合格；若在第一样本（n1）中发现不合格板数（d1）

大于或等于第一不合格判定数（Re1），则判定该批外观质量与尺寸允许偏差项目不合格。

若在第一样本（n1）中发现的不合格板数（d1）大于第一合格判定数（Ac1），同时又小于第一不合

格判定数（Re1），则抽第二样本（n2）进行检验。

根据第一样本和第二样本的检验结果，若在第一和第二样本中发现的不合格板数总和（d1+d2）小于

或等于第二合格判定数（Ac2），则判定该批外观质量与尺寸允许偏差项目合格。若在第一和第二样本

中发现的不合格板数总和（d1+d2）大于或等于第二不合格判定数（Re2），则判该批外观质量与尺寸允

许偏差项目不合格，判定结果见表7。

表 7 判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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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Ac1 合格

d1≥Re1 不合格

Ac1<d1<Re1 抽第二样本进行检验

（d1+d2）≤Ac２ 合格

（d1+d2）≥Re２ 不合格

8.4.2 理化性能检验判定规则

8.4.2.1 出厂检验理化性能检验项目判定规则

8.4.2.1.1 根据试验结果，若抗弯承载、面密度项目均符合 6.3 中相应规定时，则判该批产品为合格

批；若两项检验均不符合 6.3 中相应规定，则判该批产品为不合格。

8.4.2.1.2 若在此两个项目检验中发现有一个项目不合格，则按表 6 对该不合格项目抽第二样本进行

检验。第二样本检验，若无任意结果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为合格批；若仍有一个结果不合格则判该批

产品为批不合格。

8.4.2.2 型式检验理化性能检验项目判定规则

8.4.2.2.1 根据样本试验结果，若在第一样本全部项目中发现的不合格项目数为 0，则判定该型式检

验合格；若在第一样本全部项目中发现的不合格项目数大于或等于 2，则判该型式检验不合格。

8.4.2.2.2 若在第一样本全部项目中发现的不合格项目数为 1，则抽第二样本对该不合格项目进行检

验。

8.4.2.2.3 第二样本检验，若无不合格，则判该型式检验合格；若仍有一个结果不合格，则判该型式

检验不合格。

9 标志、运输和贮存

9.1 标志

9.1.1 应在出厂的植物纤维水泥复合板面上标明产品标记，并标明警示语标志，如“侧立搬运，避免

雨淋”等内容。出厂产品应带质量合格证书。

9.1.2 质量合格证书应具有下列内容：

a) 产品名称、产品标准编号、商标、产品标记、生产日期；

b) 生产厂名称、详细地址；

c) 主要技术参数；

d) 产品检验报告单中应有检验人员代号、检验部门印章；

e) 产品说明数和出厂合格证。

9.2 运输

植物纤维水泥复合板短距离运输可用叉车或推车运输；长距离可使用车船等货运方式运输。长距离

运输应打捆，每捆不应多于 6 块，轻吊轻落。运输过程中宜竖向放置，支撑合理，放置破损和变形，宜

有篷布遮盖，防止雨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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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贮存

9.3.1 贮存场所及贮存条件

产品宜库房存放，露天存放应采取措施，防止浸蚀介质和雨水浸害。存放场地应坚实平整、搬抬方

便。宜在常温常湿条件下贮存，环境条件应保持干燥通风。

9.3.2 贮存方式

产品应按型号、规格分类贮存。下部用方木或砖垫高。产品不宜水平堆放，侧立堆放的植物纤维水

泥复合板，板面与铅锤面夹角应不大于15°；堆长不超过4m，堆层两层。

9.3.3 贮存期限

产品贮存期限超过12个月，产品在出厂或使用前应按本文件进行抽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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